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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！课前通知《催眠大师米尔顿•艾瑞克森的艺术和智慧》<Ver 

2.0>

 

2015-06-02  

亲爱的学员： 

您好！欢迎您参加思哲行主办的 2015 年 6月 25 日- 26 日由贝蒂·爱丽丝·艾瑞克森和路易

斯·卡夫曼教授主讲的《催眠大师米尔顿·艾瑞克森的艺术和智慧》课程。（《聚焦答案管理

与教练》、《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》同酒店举行） 

 

【开课地点】 

上海浦东假日酒店（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99 号(近向城路) ） 

酒店前台：021-58306666，电话预订 4008302360/4008862255； 

洲际酒店集团官网的预订链接：http://www.ihg.com/holidayinn/hotels/cn/zh/reservation 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思哲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 Jerry Consulting&Coaching Co.,Ltd  

Consulting 咨询●Training 培训● Coaching 教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ww.jerryconsulting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

 

 

 

 

 

【签到时间】 

浦东假日酒店三楼汉厅，6 月 25日 08:00 开始签到，09:00正式上课。（敬请准时，以确

保您能全程参加课程!!!） 

 

【课堂规定】 

为了您能全情投入及有效地完成整个课程，请您遵守以下上课规定: 

1、请每天佩戴胸牌，凭胸牌进入课堂；最后一天课程结束后请将胸牌归还工作人员。 

2、请对在课程中参与者的分享内容保密。 

3、参与整个课程；遵守上课时间，按时上下课，如有事，请提前请假。证书的颁发将参照

签到表上的出勤率。 

4、课前请将手机关闭或设置到静音状态。为了能让您全程投入到这个课程，以及创造良好

的学习氛围，在课程中请勿接听电话，我们在课间会有休息时间让您处理您的事务。 

5、课程期间严禁录像、录音。 

6、在课程进行时请勿饮食、吸烟及嚼口香糖。 

7、为保证听课效果请学员在参加课程期间按时饮食和睡眠。 

 

【每天日程安排】 

上课时间： 

2015 年 6 月 25-26 日(周四、周五) 

 

6 月 25 日 

上午 09:00 -12:30 下午 14:00-17:00 

小组分享及沙龙 17：10 – 18: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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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26 日 

上午 09:00 -12:30 下午 14:00-17:00 

 

上课地点： 

浦东假日酒店 3 楼汉厅 

【交通信息】 

1、出租车 

（1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——浦东假日酒店（费用 150 元左右，约 50 分钟）； 

（2）上海虹桥机场、上海虹桥火车站——浦东假日酒店（费用 90 元左右，约 50 分钟）； 

（3）上海南站——浦东假日酒店（费用 60 元左右，约 45 分钟） 

2、公共交通（建议 6 号线或 4 号线出来步行，2 号线世纪大道站出来步行比较不方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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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交通指引路线一（地铁）： 

(2) 世纪大道站转乘 6 号线浦电路站 1 号口出来 步行至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（上海市浦东新

区东方路 899 号(近向城路) ） 

(2) 交通指引路线二（地铁）： 

地铁 4 号线浦电路站 1 号出来 步行至 上海浦东假日酒店（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99 号(近

向城路) ） 

 

 

【食宿安排】 

1、午餐费：会务组统一安排围餐，便于同学交流，50 元/天（2 天，共计 100 元），请在

签到时一并交付。 

晚餐：请学员自行安排。 

 

2、住宿：（自费项目，请学员根据自己需要提前预订） 

A)上海浦东假日酒店房间预订： 

有关协议价和预订事宜，请联系酒店销售陈小姐，手机：13916287492；邮箱：

grace.chen@hipdsh.com 。报“思哲行会议”。酒店前台：021-58306666。 

 

B)其它周边可选酒店（大家也可自行选择其他酒店）： 

1. 上海宝安大酒店 

地址：上海 浦东新区 东方路 800 号 ，近崂山东路;电话：021-51159888 

携程预订链接：http://hotels.ctrip.com/hotel/436187.html  

 

2. 上海宾悦酒店 

地址：上海 浦东新区 福山路 519 号 （近浦电路）；电话：021-50585588，预订热线：

4007889889 。 

携程预订链接：http://hotels.ctrip.com/hotel/397013.html  

3. 汉庭快捷酒店（东方路店） 

地址：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985 号（靠近浦电路），门店电话：021-60135777。预订电话：

4008-121-121。 

携程预订链接：http://hotels.ctrip.com/hotel/2091463.html 

4.汉庭酒店（上海八佰伴店） 

地址：上海 浦东新区 崂山路 708 号 ，近浦电路。门店电话：021-61683058，预订电话：

4008-121-1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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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程预订链接：http://hotels.ctrip.com/hotel/1480614.html 

5．如家快捷酒店（上海陆家嘴东方路浦电路地铁站店） 

地址：上海 浦东新区 东方路 1243 号 （近浦电路）。电话：021-58738999。 

携程预订链接：http://hotels.ctrip.com/hotel/445354.html 

6. 如家快捷酒店（上海福山路世纪大道地铁站店）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07 号，电话：021-31108300 

携程预订链接：http://hotels.ctrip.com/hotel/878896.html 

 

【温馨提示】 

上海 6-7月份平均气温 30 度左右，请穿着凉快，以防中暑；上课期间请自备空调室衣物。 

我们会在现场提供笔记本以及笔。 

如有任何疑问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。 

会务组联系人： 

1）18621806278（武老师 Rachel）service@jerryconsulting.com 

2）13761926532(姜老师 Jerry)jerry.jiang@jerryconsulting.com 

3）13801993607（何老师 Helen) 13801993607@163.com 

祝您在 2 天的学习旅程中有一个轻松愉快的精彩体验！ 

思哲行 2015 年夏季课程: 

课程 导师 课程时间 

(2015 年) 

提前

报名

优惠

期截

止 

（20

15

年） 

地点 

《催眠大师米尔顿·艾瑞

克森的艺术和智慧》 

贝蒂·爱丽

丝·艾瑞克森

（米尔顿·H·艾

瑞克森的女儿）

&路易斯·卡夫

曼 

6 月 25-26 日  
 
 

 

 

 

6 月

10

日 

 

 

 

 

上海浦东假日酒店

（东方路 899 号） 

《聚焦答案管理与教练》 路易斯·卡夫曼 6 月 27–29 日 

《家族企业管理与教练》 路易斯·卡夫曼 7 月 1–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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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咨询 

联系人：姜先生 电话: 13761926532 

EMAIL：jerry.jiang@jerryconsulting.com 

或发送 短信 “姓名+电话+邮箱“ 到 13761926532 垂询。 

或添加个人微信: 13761926532，留言“姓名+电话+邮箱” 

 

关于思哲行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

 

 任务：通过咨询，培训和教练相结合的服务助力企业及个人成长 

 网站: www.jerryconsulting.com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Thought(思)●Congruent（哲）●Action（行） 

思哲行承诺以“身心一致”的行动努力创造客户价值。 

让我们在人生这趟体验之旅中相遇… 


